
論文代碼表 109年 2020/10/30 新增修訂

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/ 學程名稱 系所分類號 學校代碼 科系細分 學科領域 最後修正日

期

註記說明 系所代碼新

建日期

國立中興大學 醫學生物科技學程博士 410.1644 008 D:3 醫學工程   2020/10/15 ** 2020/10/15
國立中山大學 電子商務與商業分析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

班

490.29 009 M 管理科學  
2020/10/15

** 原通訊與電波組 108年更名
2020/10/15

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碩士班 人工智慧物聯網組 448. 034 M:2 電機工程  
2020/10/5

**
2020/10/5

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碩士班 通訊與電波組 448. 034 M:2 電機工程   2020/10/5 ** 2020/10/5
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碩士班 積體電路與計算機

系統組

448. 034 M:3 電機工程  
2020/10/5

**
2020/10/5

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碩士班 控制晶片與系統組 448. 034 M:4 電機工程  
2020/10/5

** 英文論文
2020/10/5

中國醫藥大學    國際生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

(International Master Program of

Biomedical Sciences)

410.1644 039 M:3 醫學工程  

2020/10/14
** 屬於醫學工程學院 非醫學院

2020/10/14

中國醫藥大學    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410.1644 039 M:4 醫學工程   2020/10/14 ** 2020/10/14
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 312. 056 M 資訊工程 2020/10/22 ~ 數位創新/資訊科技 2020/10/22
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 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  960. 095 M 應用美術

2020/10/23
~

2020/10/23

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  茶陶創意設計研究所 970. 095 M 應用美術
2020/10/23

~ 106年前端冠"精實"二字
2020/10/23

聖約翰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446. 105 M 機械工程 2020/10/23 ~ 107年起改名 2020/10/23
聖約翰科技大學 跨平台創新電商經營與管理產碩班 490.29 105 M 資訊工程 2020/10/23 ~ 2020/10/23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碩士班   495. 117 M 資訊管理   2020/10/22 ~ 2020/10/22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精實創新研發與管

利產業碩士專班

400.2 129 M 工業管理  
2020/10/22

~
2020/10/22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智慧製造精實管理

產業碩士專班

400.2 129 M 工業管理  
2020/10/22

~
2020/10/22

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  448. 034 M 電機工程  

2020/10/5

控制系統組(448.9)；通訊系統組（

448.7）；電子電路組（448.87）。

(99.2) (2020/10/5 ** 以系所為主要

分類依據 避免各組分別給號)

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  448. 034  M:2(停用,改用M) 電機工程   2020/10/5 **

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碩士班 448.73 034 M 通信工程  

2020/10/5
原：95年成立 資訊網路與通訊碩士班

，104學年度更名為資訊網路與多媒體

碩士 *

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機器人工程碩士班   448.9 034   M:2 控制工程  
2020/10/5

(96年成立。99.2) (** 電機系以下的

獨立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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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汽車零組件/綠色科技/綠

色暨文化/綠色科技與文化創意  產業碩

士專班  

446. 096   M:2 機械工程  

2020/10/14

** 每年大約會開不同名稱的產業碩士

專班 論文內容比較蕪雜 不一定和機械

工程高度相關, 因此以M2 來區分這些

專班

聖約翰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  400.2 105  M:2(停用, 改用M) 工業管理  
2020/10/23

~

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碩士在職專班 448. 105  M:2(停用, 改用M) 電機工程   2020/10/23 ~

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碩士在職專班   448.6 105  M:2(停用, 改用M) 電子工程   2020/10/23 ~

聖約翰科技大學 自動化及機電整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  448.9 105  M:2(停用,改用M) 控制工程  
2020/10/23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400.2 129  M:3(改用M) 工業管理   2020/10/22 99.3 ~ 在職班歸併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400.2 129  M:4(改用M:2) 工業管理  

2020/10/22

98年研發與科技管理研究所整併改名為

研發科技與資訊管理研究所，102年更

名為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 ~ 2020/20/22

集中用M2


